
重金属在人体积累会慢性中毒

3月29日， 汤臣倍健螺旋藻仍在
长沙部分药店销售。 记者 李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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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9日讯 长望浏宁四区县
的私家车主们， 从今天起不必羡慕长沙
城区路桥费年票下调了。 长沙市物价局
今日发布通告， 从2012年1月1日起，调
整该市两县（长沙县、宁乡县）一市（浏阳
市）一区（望城区）路桥通行费年票征收
标准，由原来490元/年降至330元/年，在
1月1日至3月29日间多缴纳的160元，可
带上收费单据去路桥处规定的站点退
费。

3月7日， 长沙老五区路桥费由原来
的840元/年降至600元/年， 平均下调幅

度为28.6%。此次，长望浏宁四区县决定
加大下调力度，下调幅度达30.2%。预计
今年全市车辆路桥通行费减收约1个亿。

据了解， 长望浏宁四区县去年征收
路桥通行费年费3610万元（车辆77136
台），今年按年增长20%推算，可达4332
万元。现在征收标准下调30%，市财政收
入将少收1299万元。

长沙市物价局负责人表示， 长沙市
政府下调路桥费旨在顺应民意降低运输
成本，暂时取消还有一定的难度。

■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张治国 盛惠宁

长望浏宁路桥费下调至330元/年
7万多车主每年可省1299万元 今年多缴的160元可去退费

4月1日起，长
沙市公安局将新
增9大类共21项办
事项目进驻市政
务中心窗口，方便
市民便捷办理。至此，公安进驻市政务中心
窗口办理事项达到28项。

21项新增项目为：
1、机动车办理业务：
①补、换领机动车号牌；②补、换领机动车检

验合格标志；③换领等级证书；④机动车联系信
息变更备案；⑤机动车临时通讯牌证核发；

2、驾驶证办理业务：
①补领驾驶证；②有效期满证；③超龄换证；

④驾驶证损毁换证； ⑤驾驶人登记住所变更换
证；⑥补领体检回执；⑦驾驶人联系信息变更备
案；⑧机动车驾驶证审验；⑨机动车驾驶证年审；

3、机动车运载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剧毒、放射线等危险物品通告许可；

4、枪支运输许可；
5、大型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安全许可；
6、爆炸人员许可证复审；
7、公务用枪持枪证备案年检；
8、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

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
9、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其中“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

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项目，
每周二办公。 其他项目在正常工作日均可
办理。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邓科

“雷锋团”来长
宣讲雷锋精神

本报3月29日讯 今天下午，“雷锋
生前所在团”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人
民会堂举行。“雷锋团”广大官兵50年来
接力续写雷锋精神的事迹，让1300名驻
湘部队官兵和社会各界代表再次接受
教育和洗礼。

报告会由中宣部、 解放军总政治
部、 共青团中央和辽宁省委联合组织。
广州军区副政委田义功中将出席并讲
话。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省
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有新出席。

■记者 曾力力

下月起，机动车换牌
可去市政务中心办理

长望浏宁四区县车辆通行费年票标准

360元 240元

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商务车
（含7座以下的）

车辆分类
调标后收费标准
（元/年·车）

调标前收费标准
（元/年·车）

490元 330元

420元 300元2.5吨以下的货车，19座以下的客
车、微型面包车

2.5吨以上（不含2.5吨）至5吨的货
车，20座至49座的客车

550元 390元

5吨以上（不含5吨）至8吨的货车
及50座（含50座）以上的客车

550元 390元

8吨以上（不含8吨）的各类车辆 550元 390元

客运中巴车

绿A、汤臣倍健等螺旋藻重金属超标 记者调查：长沙部分药店仍在售

市药监局：超标螺旋藻将全部下架

“湖南精神”
4选1请你投票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小组决
定，从3月21日上午10时至4月8日上午
10时，对“10选1”后经再次整合打磨提
炼出的4条表述语开展“4选1”公众投票
活动。

4条候选表述语分别是：1. 心忧天
下 厚德致远 脚踏实地 敢为人先；2.赤
诚 坚韧 务实 创新；3.爱国奉献 尚德重
智 勤劳务实 创新图强；4. 重大义 勇担
当 敢争先 乐奉献。

投票采取语音电话、 手机短信、网
络三种方式：1、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
可拨打118168， 按照语音提示输入所
选中的某条表述语编号即完成 (“1-4”
中任选一号， 多选无效)。 省外用户在
118168前加拨“0731”区号。2、省内移
动、联通、电信手机用户可选择认可的
某条表述语编号(“1-4”中任选一号，多
选无效 )，发送到1062899888。3、互联
网用户可登录到下列网站的“湖南精
神”表述语投票平台参与投票：华声在
线 ：http://hnjs.voc.com.cn； 红 网 ：
http:/hnjs.rednet.cn； 金鹰网：http:
/hnjs.hunantv.com； 星辰在线：http:
/hnjs.changsha.cn。湖南省基层党员干
部、 大学生村官等可登录湖南红星网
（http:/www.hnredstar.gov.cn/） 投
票。 ■记者 张颐佳

中职学生专业技能比武
市电子工业学校独占鳌头

本报3月29日讯 3月24日，长沙市
中职学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结果揭晓，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夺得23个一等奖，
在中职学校中独占鳌头。

此次竞赛中，该校共有14个项目参
赛，获得11个团体奖项，其中机电一体
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制冷与空调设备
组装与调试、 光伏发电设备安装三个
项目获团体一等奖， 电子产品装配与
调试、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电梯维修
与保养、工业产品设计 (CAD)、硬件检
测与维修、 文字录入六个项目获团体
二等奖，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企业网搭建与应用两个项目获得团体
三等奖。 谢明等12位同学一举夺得12
个一等奖， 曾敏等16位同学荣获个人
二等奖，陈经栋等6位同学荣获个人三
等奖。

■通讯员 彭涌 周自立 记者 王智芳

本报3月29日讯 国家食药监局2月
29日下发《关于加强以螺旋藻为原料的
保健食品监督检查的通知》 指出，“绿
A”、“汤臣倍健”、“清华紫光（金奥力）”、
“圣奥利安”、“康特力斯”等十余种螺旋
藻“蓝帽”产品的重金属铅、砷、汞含量
均“不合格”，已责令相关部门召回问题
产品，将依法依规严查涉事螺旋藻生产
企业（详见本报3月29日A14版）。

记者今天走访长沙市多家药店了
解到，已有店家主动下架涉嫌有问题的
产品。 长沙市食药监局将开展检测，第
一时间通报不合格产品信息。

部分药店仍在销售
今天上午，记者走访了长沙市多家

药店，发现螺旋藻保健食品多得让人眼
花缭乱。

在楚仁堂大药房蔡锷路店，汤臣倍
健牌的螺旋藻还未下架， 原价98元打9
折，并挂着“买二送一”的牌子。在同济
堂大药房蔡锷路店，门口贴着很大一张
特价海报， 汤臣倍健系列全部8.5折，可
店内并未发现汤臣倍健的螺旋藻，销售
人员说，已全部售完。

在老百姓大药房留芳岭店，所有螺
旋藻已全部下架。该药房相关负责人李
泽军表示，长沙39家分店在20天之前已
下架所有螺旋藻。“我们刚开始也是看
广西查出螺旋藻的含铅量过高，顾客经
常询问是否真的超标，为了消费者的安
全，我们将所有螺旋藻全部下架。”湖南
芝林大药房董事长刘丰盛也表示，该药
店在一星期前就下架了汤臣倍健的螺
旋藻产品。

药监部门开展检测
“长沙已全面开展对以螺旋藻为原

料生产的保健食品进行监督检查；对检
测不合格的产品严格依法查处。” 长沙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处处
长刘伊武表示，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大
商场超市、保健食品经营企业下架国家
局公布的产品。 对不合格产品信息，会
第一时间向市民公布。

如果市民怀疑某种药品或保健食
品有问题，可以拿着产品和票据到长沙
市食药监局来检测， 也可拨打电话
0731-82581040�、0731-� 82255315反
映相关情况。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洪铮敏 涂晓玲
通讯员 谌星宇

提醒

提醒

“螺旋藻生长在水中，如果其生长环境重
金属超标，那么螺旋藻很有可能被‘感染’。另
外，如果工厂在生产螺旋藻时，由于技术不成
熟或设备没有达到要求， 甚至为了降低成本
而偷工减料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螺旋藻重金属
超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药
师、教授张志国介绍，目前对人体产生严重危
害的重金属主要有汞、铅、砷、镉、铜等。这些
重金属一旦被人吸收排泄非常缓慢， 如不阻
断吸收源， 当重金属的含量超过了人体可以
承受的能力，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毒性反应，最
终影响肝、肾功能。


